
曲靖市富源县2021年中小学教师中级职务评审结果公示名单(208
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申报资格
1 富源县第六中学 王红江 一级教师
2 富源县富村镇富盛中学 王春 一级教师

3 富源县古敢水族乡中学 张正平 一级教师

4 富源县后所镇第二中学 肖亚猛 一级教师
5 富源县大河镇第二中学 刘芳 一级教师
6 富源县第六中学 何荣粉 一级教师
7 富源县第六中学 张文雄 一级教师
8 富源县大河镇第一中学 江粉 一级教师
9 富源县第六中学 侯汝翠 一级教师
10 富源县第七中学 刘有余 一级教师
11 富源县大河镇第一中学 田春燕 一级教师
12 富源县第六中学 毛凯 一级教师
13 富源县富村镇富盛中学 黄云丽 一级教师

14 富源县第六中学 方周能 一级教师

15 富源县第六中学 胡保国 一级教师
16 富源县第七中学 陈丽芳 一级教师
17 富源县竹园镇竹园中学 杨孟 一级教师
18 云南省富源县第二中学 徐柱林 一级教师
19 富源县富村镇富盛中学 万崇根 一级教师
20 富源县胜境街道第一中学 崔庆维 一级教师
21 云南省富源县第二中学 李平原 一级教师
22 富源县竹园镇竹园中学 赵烨 一级教师
23 富源县第六中学 卢程丽 一级教师
24 富源县第六中学 王泽会 一级教师
25 富源县第六中学 张衡 一级教师
26 富源县第七中学 李采慧 一级教师
27 富源县第七中学 李美灵 一级教师
28 富源县第七中学 谭本慧 一级教师
29 富源县第七中学 尹俊 一级教师
30 富源县第七中学 周美花 一级教师
31 富源县第四中学 李娜 一级教师
32 富源县富村镇富盛中学 计保芬 一级教师
33 富源县后所镇第二中学 范绕美 一级教师
34 富源县黄泥河镇黄泥河中学 保豹 一级教师
35 富源县墨红镇中学 庄水仙 一级教师
36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雨汪中学 范安琼 一级教师
37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雨汪中学 何芮 一级教师
38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雨汪中学 刘卫花 一级教师
39 富源县中安街道一中 王建 一级教师
40 富源县竹园镇竹园中学 卯焦 一级教师
41 云南省富源县第二中学 高海燕 一级教师
42 富源县第六中学 付梦丹 一级教师
43 富源县第六中学 田莲萍 一级教师
44 富源县第七中学 詹俊 一级教师

45 富源县第四中学 毛胜能 一级教师

46 富源县富村镇富盛中学 雷琳 一级教师
47 富源县后所镇第二中学 敖选清 一级教师
48 富源县后所镇第二中学 李春梅 一级教师
49 富源县后所镇第二中学 王文娟 一级教师



50 富源县第六中学 范议月 一级教师
51 富源县第六中学 余丽平 一级教师
52 富源县胜境中学 李海燕 一级教师
53 富源县第六中学 朱恩会 一级教师
54 富源县胜境中学 李子溪 一级教师
55 富源县第八中学 宋翠 一级教师
56 富源县第六中学 李育海 一级教师
57 富源县第六中学 夏霞 一级教师
58 富源县第六中学 李学爱 一级教师
59 富源县第六中学 彭旭妍 一级教师
60 富源县第六中学 汤燕群 一级教师
61 富源县第八中学 国兴胜 一级教师
62 富源县第八中学 王祥莉 一级教师
63 富源县第六中学 王艳巧 一级教师
64 云南省富源县第一中学 王建斐 一级教师
65 富源县第六中学 黄茸会 一级教师
66 富源县第六中学 李小红 一级教师
67 富源县第六中学 张八琼 一级教师
68 富源县第六中学 赵甫 一级教师
69 富源县胜境中学 黄美 一级教师
70 富源县胜境中学 徐林凤 一级教师
71 曲靖市富源职业技术学校 刘天德 一级教师
72 云南省富源县第一中学 孔彩艳 一级教师
73 富源县第六中学 沙正丹 一级教师
74 富源县第六中学 肖艳芳 一级教师
75 富源县第六中学 姚梅芳 一级教师
76 富源县第八中学 张文跃 一级教师
77 富源县第六中学 陆睿 一级教师
78 富源县第六中学 杨希 一级教师
79 富源县第六中学 赵晓菊 一级教师
80 富源县胜境中学 李雄龙 一级教师
81 富源县第八中学 丁燕 一级教师
82 富源县第六中学 李慧琴 一级教师
83 富源县第六中学 宋玉萍 一级教师
84 富源县第六中学 邹咏臻 一级教师
85 富源县胜境中学 孙策 一级教师
86 富源县第六中学 张其瑞 一级教师
87 富源县第八中学 阮新华 一级教师
88 富源县第八中学 王五妹 一级教师
89 富源县第六中学 戈春 一级教师
90 富源县第六中学 李爱兰 一级教师
91 富源县第六中学 李祥英 一级教师
92 富源县第六中学 刘自梅 一级教师
93 富源县第六中学 王会琼 一级教师
94 富源县第六中学 王卿卿 一级教师
95 富源县第六中学 薛容 一级教师
96 富源县胜境中学 付姚 一级教师
97 富源县胜境中学 徐凤英 一级教师
98 富源县第六中学 李江 一级教师
99 富源县第六中学 苏红方 一级教师
100 富源县第六中学 王凤仙 一级教师
101 富源县第六中学 杨波 一级教师
102 富源县第六中学 赵利 一级教师
103 富源县第六中学 庄冬辉 一级教师



104 富源县胜境中学 李兰 一级教师
105 富源县胜境中学 缪祥浩 一级教师
106 富源县胜境中学 杨春美 一级教师
107 云南省富源县第一中学 肖茜 一级教师
108 富源县大河镇白马小学 王树清 一级教师
109 富源县胜境街道煤炭湾小学 章富开 一级教师
110 富源县黄泥河镇牛场小学 曹小辉 一级教师
111 富源县营上镇大坪小学 晏丽 一级教师
112 富源县第二小学 刘昆艳 一级教师
113 富源县大河镇圭山小学 丰娅 一级教师
114 富源县大河镇圭山小学 徐兴明 一级教师
115 富源县大河镇挑担小学 董金成 一级教师
116 富源县大河镇挑担小学 刘龙凤 一级教师
117 富源县第二小学 徐进 一级教师
118 富源县富村镇广发新店小学 李冲芬 一级教师
119 富源县富村镇广发新店小学 杨娟 一级教师
120 富源县富村镇砂厂小学 夏青 一级教师
121 富源县古敢水族乡补掌小学 王丽平 一级教师
122 富源县后所镇栗树坪民族小学 王家应 一级教师
123 富源县后所镇小冲小学 沙露辉 一级教师
124 富源县后所镇岩上小学 杨春祥 一级教师
125 富源县后所镇杨家坟小学 刘光芬 一级教师
126 富源县老厂镇黑克小学 周曾兰 一级教师
127 富源县老厂镇老厂小学 梁英 一级教师
128 富源县刘家湾小学 王海琼 一级教师
129 富源县墨红镇江浪中心小学 秦丽娟 一级教师
130 富源县墨红镇普冲中心小学 贾发平 一级教师
131 富源县墨红镇三台中心小学 杨稳飞 一级教师
132 富源县墨红镇世迤中心小学 刘永秋 一级教师
133 富源县墨红镇玉麦中心小学 曹玉雄 一级教师
134 富源县胜境街道洗洋塘小学 徐俊敏 一级教师
135 富源县胜境街道迤山口小学 张敏 一级教师
136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茂铎小学 潘伟 一级教师
137 富源县营上镇大坪小学 杜莉兴 一级教师
138 富源县营上镇茂河小学 张仙 一级教师
139 富源县营上镇速助小学 李祥 一级教师
140 富源县中安街道寨子口小学 高玉琼 一级教师
141 富源县中安街道中心小学 李雪娅 一级教师
142 富源县竹园镇乐乌小学 樊基伟 一级教师
143 富源县竹园镇糯木小学 石凤连 一级教师
144 富源县竹园镇松林小学 丁卫 一级教师
145 富源县第二小学 李丽琴 一级教师
146 富源县胜境街道迤山口小学 龚红宇 一级教师
147 富源县营上镇得戛小学 徐春莲 一级教师
148 富源县大河镇白岩小学 张玖芬 一级教师
149 富源县大河镇圭山小学 王洪平 一级教师
150 富源县大河镇脑上小学 曾群芬 一级教师
151 富源县大河镇铜厂小学 贺德怀 一级教师
152 富源县第二小学 王姚芳 一级教师
153 富源县第二小学 杨美玲 一级教师
154 富源县第二小学 尹小梅 一级教师
155 富源县第二小学 赵冬莉 一级教师
156 富源县富村镇砂厂小学 张江奎 一级教师
157 富源县富村镇松子山小学 赵红梅 一级教师



158 富源县富村镇亦佐小学 崔媛 一级教师
159 富源县富村镇亦佐小学 王凤莲 一级教师
160 富源县后所镇老牛场小学 杨芳 一级教师
161 富源县后所镇栗树坪民族小学 黄关芬 一级教师
162 富源县后所镇迤后所小学 张琼 一级教师
163 富源县黄泥河镇黄泥河小学 念桂英 一级教师
164 富源县黄泥河镇戛拉小学 陈成 一级教师
165 富源县黄泥河镇普克营小学 黄宾 一级教师
166 富源县黄泥河镇五乐小学 蔡奇西 一级教师
167 富源县黄泥河镇小羊场小学 黄大芳 一级教师
168 富源县老厂镇龙街小学 杨爱琴 一级教师
169 富源县老厂镇龙街小学 赵左金 一级教师
170 富源县老厂镇马街小学 顾彪 一级教师
171 富源县墨红镇吉克中心小学 杨梅 一级教师
172 富源县墨红镇玉麦中心小学 杨雪 一级教师
173 富源县胜境街道青石小学 吕玉 一级教师
174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干海子小学 王燕萍 一级教师
175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腊甲小学 张春芳 一级教师
176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鲁依小学 晏春丽 一级教师
177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箐头明德小学 李赴 一级教师
178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细冲小学 袁宽 一级教师
179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雨汪小学 蒋路琼 一级教师
180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长乐小学 孙正玲 一级教师
181 富源县营上镇河边小学 李清维 一级教师
182 富源县中安街道海坪小学 罗辉 一级教师
183 富源县中安街道厦格小学 庄海娇 一级教师
184 富源县中安街道石缸小学 史燕娥 一级教师
185 富源县中安街道中心小学 王丽仙 一级教师
186 富源县竹园镇大路小学 李达 一级教师
187 富源县竹园镇乐乌小学 李练 一级教师
188 富源县竹园镇乐乌小学 田红仙 一级教师
189 富源县竹园镇松林小学 杨琴 一级教师
190 富源县竹园镇新街小学 陈卫 一级教师
191 富源县第二幼儿园 李芳 一级教师
192 富源县第二幼儿园 晏春 一级教师
193 富源县富村镇新厂幼儿园 田岚岚 一级教师
194 富源县古敢水族乡中心幼儿园 李选丽 一级教师
195 富源县后所镇中心幼儿园 谭赛定 一级教师
196 富源县刘家湾幼儿园 田连爱 一级教师
197 富源县胜境街道大庆幼儿园 程莉 一级教师
198 富源县胜境街道青石小学 李倩 一级教师
199 富源县胜境街道中心幼儿园 吴香莲 一级教师
200 富源县营上镇第二幼儿园 李汝利 一级教师
201 富源县营上镇第二幼儿园 孙体凤 一级教师
202 富源县幼儿园 廖倩然 一级教师
203 富源县幼儿园 卢丽 一级教师
204 富源县幼儿园 史永丽 一级教师
205 富源县幼儿园 徐婷 一级教师
206 富源县幼儿园 严超超 一级教师
207 富源县竹园镇中心幼儿园 杨艳 一级教师
208 富源县竹园镇中心幼儿园 尹娅莉 一级教师


